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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菅宇正

过半网友认为暑期支教
不一定是“无效公益”

对于大学生而言， 眼下正值
暑假， 而利用一两个月的假期时
间到偏远地区进行支教开始逐渐
变成一部分大学生群体的休假方
式。 作为各种支教活动或项目的
主办方，不少教育机构、公益组织
和学生社团对大学生支教群体的
需求也很旺盛。

但在近日一篇名为《中国人
为什么喜欢无效公益》的文章中，
文章作者记录下了自己亲身参与
暑期支教活动的感悟， 认为他参
与的活动“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
很难让应受益人受益……来上课
的孩子们没有学到切实的知识，
没有开阔眼界；当地老师被打扰；
学校本就没钱， 还要拨款供志愿
者吃饭； 比上课更重要的是摆拍
照片、录像、每日通讯稿”。

作者在文章中详细记录了暑
期由其学校组织的前往浙江省丽
水市缙云县的支教活动，一行 600
多人几乎塞满了当地整个县城所
有的学校， 而且在县领导讲话过
程中， 提到了“拍照宣传是重要
的，要拍得新颖有教育性”、“各种
评优和各类宣传是评定团队考核
优良的依据”、“发表在《浙江日

报》必给优秀，到时候还要推优到
省里” 等偏离支教本身目的的强
制性要求。

该文在网络发表后立即引起
了广泛关注， 有很多人表示经历
过类似的暑期公益支教活动，并
对此类的公益活动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首先从活动初衷出发，
此类公益活动在设计之初出发点
就并不是公益性的帮扶贫困地区
儿童的活动， 而是为了满足主办
方的某种诉求， 因此支教选址并
不严谨， 大多选择的是有合作关
系的地区而不是真正迫切需要帮
助的地区； 支教志愿者的筛选过
程不含前期培训， 在整个支教过
程中也不会对课程效果进行把
关； 此类暑期支教活动大多维持
在一周到半个月之间， 志愿者根
本无法与孩子们建立良好的沟
通， 也不可能为孩子们传递真正
有价值的知识， 反而会打扰孩子
以及当地老师原本的生活， 甚至
会传递不好的习惯。

但也有人士表示， 发生此类
“走马观花”的支教活动只是个别
现象， 不能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
件就对暑期公益支教全盘否定，

毕竟有不少由专业公益组织或社
会团体发起的支教项目无论在前
期的项目设定、选址，还是对支教
志愿者的筛选都有严格的程序，
会根据受助孩子们的特点开展不
同的课程， 甚至专门为此开发相
应的课程教材，在帮扶效果上，有
不少类似项目收效颇佳， 并为大
学生提供了充足的锻炼。

针对这一热点话题，《公益时
报》联合新浪公益、问卷网和凤凰
公益联合推出“益调查”———暑期
支教是不是无效公益？ 本次调查
于 2016 年 8 月 4 日 14 时发起，截
至 8 月 8 日 10 时 45 分， 共有
1060 名网友参与。结果显示，近三
分之二 (62.92%)的访问对象都未
参与过暑期支教类的公益活动，
但 56.32%的网友表示， 在设计合
理的情况下，“短时间的支教活动
也能收到相应的效果”； 近四成
(39.81%)网友认为，活动“组织方
不专业，对项目缺乏设计”是导致
暑期支教活动效果差的原因 ；
37.55%的网友则认为原因是“支教
志愿者对于支教的理解及执行力
不够”；另有 22.64%的网友认为是
活动缺乏相应的规范监督。

截至 8月 8日 10时 45分

网友留言：

凤凰网友：这半个月，孩
子天天回来讲， 哪个哥哥姐
姐怎样，大学生活怎样，今天
的活动组织得怎样。 这半个
月 ，孩子离电脑 、电视 、手机
远了， 晚上也在想第二天要
怎么做， 我们出去干活也放
心了。 缙云的教育质量本来
就不错， 村里也很清楚地告
诉我们， 大学生们不是来上
课的，是带孩子们一起活动，
让孩子在活动中成长。 如果
要补知识课， 我们可以找当
地老师。

DingDing_ 闫娜 ： 我 终
于明白了 为什 么 会 有人 质
疑短期支教 。 当一个小孩儿
跟我自 白 的时 候 ， 他 告诉
我 ， 每一次支教队离开 ，他
都会很久缓不过来 ，沉浸在
一种迷茫痛苦的情绪中 。 说
实话 ，我们真的没有带给他
们什么 ，我们只是打扰了他
们的生活 。

1.你是否有参与过暑期支教类公益活动？
A.参加过；
B.没参加过。

2.你是否有参与过暑期支教类公益活动？
A.是，暑期支教时间短、临时性强、项目设

计不专业，无法为受助者提供有效的帮助；
B.不是，不能以偏概全，如果设计合理，短

时间的支教活动也能收到相应的效果。

3.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公益支教活
动效果较差？

A.组织方不专业，在源头上对项目缺乏设
计；

B.支教志愿者（大学生）对于公益支教理解
及执行力不够；

C.支教活动缺乏相应的规范、监督和管理。

4.你认为应该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A.加强公益支教活动的意义宣传，让大学

生清楚此类活动的目的所在；
B.对此类项目出台具体的规范章程，避免

产生敷衍了事的项目；
C.限定此类活动的主办方资质，交由专业

的支教机构组织。

民政部与今日头条合作寻亲
已帮助 100 名走失人员返家

今年 7 月 4 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和今日头条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借助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发布寻亲
公告。 截至目前，共发布 966 条受助人员寻亲公告，其
中以精准地域弹窗的方式推送了 337 条寻亲公告，成
功帮助 100 名人员与家庭“破镜重圆”。 其中，年龄最
大的为 94 岁，年龄最小的为 6 岁。

审计署：
9706.82 万扶贫资金闲置

2016 年 8 月 3 日， 审计署发布 2016 年第二季度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称，有
3 个扶贫项目推进缓慢，433.47 万元扶贫资金被违规
套取或用于与扶贫任务无关的支出，9706.82 万扶贫资
金闲置未及时发挥效益，27 个扶贫项目效果不佳。 下
半年，审计署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五
大任务落实，持续开展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
况跟踪审计。

最无奈的慈善：里约奥组委
向 24 万贫困学生送票

2016 年 8 月 3 日， 里约奥组委一名发言人表示，
本届奥运会共有各类比赛和开闭幕式门票 600 万张，
目前只售出 80%， 还有 120 万张待售， 其中不乏男子
100 米短跑决赛等热门比赛的门票。 为填补部分冷门
比赛看台空座， 奥组委决定向 24 万名贫困学生免费
发放门票， 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这些体育项目的魅力，
但获得免费票的学生必须参加过与奥运有关的教育
项目。

7700万新生儿未及时接受母乳
死亡风险达 80%

上周为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近日表示， 约 7700 万新生儿未能在出生后一小
时内送进母亲怀抱喂食母乳，这一数字占到所有新
生儿数量的一半。 这些儿童没有得到必要的营养、
抗体和与母亲的肌肤接触，而这些可以保护他们免
遭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在中国，一项三年前的统计
显示， 仅有 26.4%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小时内接受了
母乳喂养， 六个月以下儿童的纯母乳喂养率仅为
28%。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8月 3日 傅光明 1000万元 助学 南平市慈善总会

2016年 8月 5日 厦门特步中国有限公司 价值 400万元鞋帽 抗洪救灾 武安市委、武安市人民政府

2016年 8月 4日 旺旺集团 价值 220万余元牛奶 扶贫助孤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7 日)
（制表：高文兴）

2016 年 8 月 4 日，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大贤
村村口，百姓送别参加抗洪救灾的武警水电部队官
兵，部分群众当场激动落泪。 据悉，7 月 19 日以来，
河北邢台连续发生强降雨，导致七里河决堤，河两
岸 12 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 作为国家应急救援专
业力量， 武警水电部队、 武警交通部队闻令而动，
470 多名官兵、90 多台大型机械装备星夜驰援，将
受灾段河道从 40 米拓宽至 125 米， 并筑起高 2.5
米、长 1200 米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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